
湖北开放大学湖北开放大学人工智能语音实训室新建

项目中标(成交)结果公告

所属栏目：成交结果公告 发布时间：2022-07-06 11:38 发布作者： 阅读次数：487

一、项目编号

PRZJ-KF202205-018

二、采购计划备案号

420000-2022-08366

三、项目名称

湖北开放大学人工智能语音实训室新建项目

四、中标（成交）信息

供应商名称：武汉欣宇浩俊科技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 洪山区珞喻路 1 号鹏程国际 1 栋 8 层 B807 房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74.76(万元)

服务类



名称：湖北开放大学人工智能语音实训室新建项目

服务范围：湖北开放大学人工智能语音实训室新建项目

服务要求：详见磋商文件

服务时间：合同签订后 30 个日历天

服务标准：详见磋商文件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

李珈,周旭,闫超

六、评审信息

1、评审时间：2022-07-05

2、评审地点：武汉市江汉区后襄河北路 59 号海马中心 1805 室

七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1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：参照国家计委计价格[2002]1980 号规定的 45%收

费

2、收费金额：0.50463(万元)

八、公告期限

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

九、其他补充事宜

十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、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湖北开放大学

地 址：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软件园路 2 号

联系方式：027-87588836
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普荣造价咨询集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武汉市江汉区后襄河北路 59 号海马中心 1805 室

联系方式：027-85359029

3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宋雪、严汉玲

电 话：15872236578

湖北开放大学 2022 年全景演播室设备采购成交结果公

告



所属栏目：成交结果公告 发布时间：2022-07-19 11:42 发布作者： 阅读次数：217

一、项目编号

ZB0204-2206-ZCHW0032

二、采购计划备案号

420000-2022-08803

三、项目名称

2022 年全景演播室设备采购

四、中标（成交）信息

供应商名称：湖北兴华教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师园北路 18 号光谷科技港 4 栋 7 层 709

室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57.718(万元)

货物类

名称：2022 全景演播室设备一批/套

品牌（如有）：品目较多，见报价明细



规格型号：品目较多，见报价明细

数量：品目较多，见报价明细

单价：品目较多，见报价明细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

唐进,魏敬,詹昊

六、评审信息

1、评审时间：2022-07-18

2、评审地点：湖北中天招标有限公司 01 号会议室

七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1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：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发改办价格[2003]857

号文的规定，经与采购人协商，由成交供应商按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计价格【2011】

534 号文及原国家计委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【2002】1980 号）规

定标准的 50 %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代理服务费（不足 3000 元，按 3000 元收取）。

2、收费金额：0.43(万元)

八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



九、其他补充事宜

各有关当事人对成交结果如有异议，可在成交公告发布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以

书面形式向湖北中天招标有限公司提出质疑，逾期将不再受理。

十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、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湖北开放大学

地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 26 号

联系方式：027-87588836
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湖北中天招标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782 号洪广大酒店 A 座 26 楼

联系方式：18062441219

3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陈工、周工、李工

电 话：18062441219



中德先进职业教育 SGAVE（工业机器人技术）项目成交

结果公告

所属栏目：成交结果公告 发布时间：2022-07-25 11:43 发布作者： 阅读次数：298

一、项目编号

ZB0204-202206-ZCFW001101

二、采购计划备案号

420000-2022-09801

三、项目名称

中德先进职业教育 SGAVE（工业机器人技术）项目

四、中标（成交）信息

供应商名称：山东莱茵科斯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淄博高新区政通路 135 号高创中心 A 座 308 室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239(万元)

服务类

名称：中德先进职业教育 SGAVE(工业机器人技术）



服务范围：按照采购要求执行

服务要求：按照采购要求执行

服务时间：合同签订后 30 个日历天内起到完全履行完服务内容

服务标准：按照采购要求执行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

吕汉琴,韩喆,汪超

六、评审信息

1、评审时间：2022-07-22

2、评审地点：湖北中天招标有限公司 01 号评标室

七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1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：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发改办价格[2003]857

号文的规定，经与采购人协商，由成交供应商按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计价格【2011】

534 号文及原国家计委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【2002】1980 号）规

定标准的 50%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代理服务费（不足 3000 元，按 3000 元收取）。

2、收费金额：1.31(万元)

八、公告期限

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

九、其他补充事宜

各有关当事人对成交结果如有异议，可在成交公告发布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以

书面形式向湖北中天招标有限公司提出质疑，逾期将不再受理。

十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、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湖北开放大学

地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 26 号

联系方式：027-87588836
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湖北中天招标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782 号洪广大酒店 A 座 26 楼

联系方式：18062441219

3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陈工、李工

电 话：18062441219



湖北开放大学 2022 年办公设备采购中标(成交)结果公

告

所属栏目：成交结果公告 发布时间：2022-07-27 11:44 发布作者： 阅读次数：271

一、项目编号

PRZJ-202206-342608

二、采购计划备案号

420000-2022-08804

三、项目名称

2022 年办公设备采购

四、中标（成交）信息

供应商名称：武汉天美吉机电工程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武汉市东西湖区二雅路西祁家山集贸市场 4-2 栋 1-3 层(6)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49.6(万元)

货物类



名称：详见磋商文件

品牌（如有）：详见磋商文件

规格型号：详见磋商文件

数量：详见磋商文件

单价：详见磋商文件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

韩世陵,黄钧,毕涛

六、评审信息

1、评审时间：2022-07-26

2、评审地点：普荣造价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开标室（武汉市江汉区后襄河北路 59

号海马中心 26 楼开标室）

七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1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：由成交供应商按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计价格【2002】1980

号文规定标准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服务费及相关费用，以中标价为基数，按基准费

率的 45%计取。单次招标代理服务费金额低于 3000 元人民币 的，按 3000 元人民

币计取。

2、收费金额：0.3348(万元)



八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

九、其他补充事宜

十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、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湖北开放大学

地 址：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软件园路 2 号

联系方式：027-87588836
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普荣造价咨询集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武汉市江汉区后襄河北路 59 号海马中心 1805 室

联系方式：18071162468

3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严汉玲、韩梦怡、王超

电 话：18071162468



湖北开放大学软件技术设备采购中标(成交)结果公告

所属栏目：成交结果公告 发布时间：2022-07-29 11:45 发布作者： 阅读次数：433

一、项目编号

PRZJ2022-KF013

二、采购计划备案号

420000-2022-08971

三、项目名称

软件技术设备采购

四、中标（成交）信息

包名称：1 包

供应商名称：武汉风谷一兰科技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武昌区友谊大道 318 号梦湖商住楼武房网梦创众创空间第 S76 号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24.79(万元)

货物类



名称：详见磋商文件

品牌（如有）：详见磋商文件

规格型号：详见磋商文件

数量：详见磋商文件

单价：详见磋商文件

包名称：1 包

供应商名称：武汉国旭天泽科技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武汉市汉阳区滨江大道 188 号世茂锦绣长江一期 A1 地块会所 2 层

7 室 170 号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24.85(万元)

货物类

名称：详见磋商文件

品牌（如有）：详见磋商文件

规格型号：详见磋商文件



数量：详见磋商文件

单价：详见磋商文件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

周彤,陈楠,张志

六、评审信息

1、评审时间：2022-07-25

2、评审地点：武汉市江汉区后襄河北路 59 号海马中心

七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1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：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计价格[2002]1980

号）规定的 45%计取，不足 3000 元按 3000 元收取

2、收费金额：0.6(万元)

八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

九、其他补充事宜

十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

1、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湖北开放大学

地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软件园路 2 号

联系方式：027-87588836
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普荣造价咨询集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武汉市江汉区后襄河北路 59 号海马中心

联系方式：15392869832

3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程伊纯、韩梦怡

电 话：15392869832

湖北开放大学工业机器人系统升级实训室建设中标

(成交)结果公告

所属栏目：成交结果公告 发布时间：2022-08-11 16:51 发布作者： 阅读次数：370

一、项目编号



PRZJ-HBKF2022-JQR019

二、采购计划备案号

420000-2022-09065

三、项目名称

工业机器人系统升级实训室建设

四、中标（成交）信息

供应商名称：江苏汇博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苏州工业园区方洲路 128 号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49.58(万元)

货物类

名称：详见磋商文件

品牌（如有）：详见磋商文件

规格型号：详见磋商文件

数量：详见磋商文件

单价：详见磋商文件

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

汪超,章纯,朱珂

六、评审信息

1、评审时间：2022-07-26

2、评审地点：武汉市江汉区后襄河北路 59 号海马中心 1805 室

七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1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：按照《国家计委关于印发<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

行办法>通知》（计价格）[2002]1980 号）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

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2011]534 号）

和《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）

[2015]299 号）文的 45%收取。不足 3000 元的按 3000 元收取。

2、收费金额：0.3347(万元)

八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

九、其他补充事宜

十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

1、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湖北开放大学

地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软件园路 2 号

联系方式：027-87588836
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普荣造价咨询集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武汉市江汉区后襄河北路 59 号海马中心 1805 室

联系方式：15712609667

3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严汉玲、谭雪

电 话：15712609667

湖北开放大学大数据综合实训室（软件部分）成交结

果公告

所属栏目：成交结果公告 发布时间：2022-08-26 10:02 发布作者： 阅读次数：163

一、项目编号

ZB0204-2206-ZCHW0036



二、采购计划备案号

420000-2022-10257

三、项目名称

大数据综合实训室（软件部分）

四、中标（成交）信息

供应商名称：北京金信润天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 178 号院 1 号楼 5 层 525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53.97(万元)

货物类

名称：大数据综合实训室（软件部分）

品牌（如有）：H3C/中国

规格型号：/

数量：一批

单价：合计 53.97 万元

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

潘昊,李世华,李振华

六、评审信息

1、评审时间：2022-08-24

2、评审地点：湖北中天招标有限公司 04 号评标室

七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1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：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发改办价格

[2003]857 号文的规定，经与采购人协商，由成交供应商按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

计价格【2011】534 号文及原国家计委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【2002】

1980 号）规定标准的 50%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代理服务费（不足 3000 元，按

3000 元收取）。本次服务费为两次采购的服务总费用，共计 7000 元。

2、收费金额：0.7(万元)

八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

九、其他补充事宜



各有关当事人对成交结果如有异议，可在成交公告发布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

以书面形式向湖北中天招标有限公司提出质疑，逾期将不再受理。

十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、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湖北开放大学

地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 26 号

联系方式：027-87588836
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湖北中天招标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782 号洪广大酒店 A 座 26 楼

联系方式：18062441219

3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陈工、李工

电 话：18062441219



湖北开放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实训室升级改造项目中标

(成交)结果公告

所属栏目：成交结果公告 发布时间：2022-08-29 10:04 发布作者： 阅读次数：217

一、项目编号

HBT-16322020-222892

二、采购计划备案号

420000-2022-11480

三、项目名称

公共计算机基础实训室升级改造项目

四、中标（成交）信息

供应商名称：武汉安明建设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武汉东湖开发区民院路 555 号当代曙光嘉园 11 幢 4-201 房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138.8(万元)

货物类



名称：计算机基础实训室

品牌（如有）：详见采购文件

规格型号：详见采购文件

数量：一批

单价：138.8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

凌模,郭汀,周亮

六、评审信息

1、评审时间：2022-08-25

2、评审地点：湖北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四号会议室

七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1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：参照原国家计委计价格[2002]1980 号规定收费标准的

75%计取

2、收费金额：1.4451(万元)

八、公告期限

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

九、其他补充事宜

十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、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湖北开放大学

地 址：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软件园路 2 号

联系方式：027-87588797
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湖北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08 号兴业银行大厦五层

联系方式：027-87819169

3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饶阳、刘凯、刘才华、宋浠、李海燕

电 话：027-87819169



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实训室扩建成交结果公告

所属栏目：成交结果公告 发布时间：2022-09-16 10:43 发布作者： 阅读次数：100

一、项目编号

ZB0103-2208-ZCHW0810

二、采购计划备案号

420000-2022-11619

三、项目名称

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实训室扩建

四、中标（成交）信息

供应商名称：飞软创新（武汉）科技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58 号 1 栋电

商办公楼二层 337 号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54.28(万元)

货物类



名称：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实训室扩建

品牌（如有）：北京神州数码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

规格型号：DCFW-1800E-N3002-Pro 等

数量：1 批

单价：详见响应文件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

赵若松,樊敏,李珈

六、评审信息

1、评审时间：2022-09-14

2、评审地点：湖北国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 号会议室

七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1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：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发

改办价格[2003]857 号文的规定，经与采购人协商，由成交供应

商按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计价格【2011】534 号文及原国家计委

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【2002】1980 号）规定



标准的 60%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代理服务费（不足 3000 元，按

3000 元收取）。

2、收费金额：0.4885(万元)

八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

九、其他补充事宜

1.信息发布媒体

湖北省政府采购网 （http://www.ccgp-hubei.gov.cn）

湖 北 国 华 项 目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官 网

（http://www.hbghzb.com/）

2.质疑。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、采购过程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

益受到损害的，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7 个

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一次性提出针对

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。质疑时请提交书面质疑函一份（法定

代表人签名、加盖单位公章），并附相关证据材料。

3.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执行：落实政府采购强制、优先采购节能产

品政策；政府采购优先采购环保产品政策；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

业发展（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）等政策。

十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

1、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湖北开放大学

地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软件园路 2 号

联系方式：027-87588836
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湖北国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09 号中铁 1818 中心 10 楼

联系方式：027-87272618

3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汪佳丽、郭栋

电 话：027-87272618

数据交换与共享能力提升项目成交结果公告

所属栏目：成交结果公告 发布时间：2022-09-19 10:44 发布作者： 阅读次数：145

一、项目编号

ZB0103-2208-ZCFW0847



二、采购计划备案号

420000-2022-12369

三、项目名称

数据交换与共享能力提升项目

四、中标（成交）信息

供应商名称：江苏金智教育信息股份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南京市江宁区天元西路 59 号南京科亚科技创业

园一号楼 10、11、12 层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118(万元)

货物类

名称：数据交换与共享能力提升

品牌（如有）：江苏金智教育信息股份有限公司

规格型号：V5.0 等

数量：一批

单价：详见报价明细表

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

王海军,张博,杜炼

六、评审信息

1、评审时间：2022-09-15

2、评审地点：湖北国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 号会议室

七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1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：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发

改办价格[2003]857 号文的规定，经与采购人协商，由成交供应

商按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计价格【2011】534 号文及原国家计委

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【2002】1980 号）规定

标准的 60%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代理服务费（不足 3000 元，按

3000 元收取）。

2、收费金额：1.02(万元)

八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



九、其他补充事宜

1.信息发布媒体

湖北省政府采购网（http://www.ccgp-hubei.gov.cn/）

湖 北 国 华 项 目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官 网

（http://www.hbghzb.com/）

2.质疑。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、采购过程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

益受到损害的，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7 个

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一次性提出针对

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。质疑时请提交书面质疑函一份（法定

代表人签名、加盖单位公章），并附相关证据材料。

3.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执行：落实政府采购强制、优先采购节能产

品政策；政府采购优先采购环保产品政策；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

业发展（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）等政策。

十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、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湖北开放大学

地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软件园路 2 号

联系方式： 18986168649
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

名 称：湖北国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09 号中铁 1818 中心 10 楼

联系方式：027-87272618

3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汪佳丽、郭栋

电 话：027-87272618

2022 年秋季开学检查整改维修项目询价结果公告

所属栏目：成交结果公告 发布时间：2022-09-21 10:39 发布作者： 阅读次数：199

一、项目名称

2022 年秋季开学检查整改维修项目

二、成交信息

供应商名称：武汉敏瑞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武汉市汉阳区二桥头国信新城天合广场（北大资源

首座）1 栋 30 层 12 室-1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39182.92 元

三、评审专家名单：



卫斌、刘亚锋、张超

四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有关当事人对中标结果如有异

议，可在中标结果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湖

北开放大学基建处提出质疑。

五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联系人：马老师 联系电话：027—87772959

湖北开放大学基建处

2022 年 9 月 21 日

快速动画与虚拟现实实训室(二次）成交结果公告

所属栏目：成交结果公告 发布时间：2022-09-22 08:30 发布作者： 阅读次数：100

一、项目编号

ZB0103-2208-ZCHW0818

二、采购计划备案号



420000-2022-11485

三、项目名称

快速动画与虚拟现实实训室

四、中标（成交）信息

供应商名称：湖南文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杜鹃路 922 号元

德杜鹃文苑 2 栋 502 房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57.68(万元)

货物类

名称：快速动画与虚拟现实实训室设备

品牌（如有）：福建省华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等

规格型号：定制

数量：一批

单价：详见报价明细表

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

刘长明,叶磊,严明

六、评审信息

1、评审时间：2022-09-19

2、评审地点：湖北国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 号会议室

七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1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：详见采购文件

2、收费金额：0.92(万元)

八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

九、其他补充事宜

1.信息发布媒体

湖北省政府采购网 （http://www.ccgp-hubei.gov.cn）

湖 北 国 华 项 目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官 网

（http://www.hbghzb.com/）

2.质疑。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、采购过程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

益受到损害的，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7 个



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一次性提出针对

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。质疑时请提交书面质疑函一份（法定

代表人签名、加盖单位公章），并附相关证据材料。

3.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执行：落实政府采购强制、优先采购节能产

品政策；政府采购优先采购环保产品政策；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

业发展（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）等政策。

十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、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湖北开放大学

地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软件园路 2 号

联系方式：027-87588836
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湖北国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09 号中铁 1818 中心 10 楼

联系方式：027-87272618

3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汪佳丽、郭栋



电 话：027-87272618

鲁巷校区电子阅览室采购（三次）成交结果公告

所属栏目：成交结果公告 发布时间：2022-09-26 08:32 发布作者： 阅读次数：154

一、项目编号

ZB0103-2208-ZCHW0811

二、采购计划备案号

420000-2022-11484

三、项目名称

鲁巷校区电子阅览室采购

四、中标（成交）信息

供应商名称：湖北天勤智能有限公司

供应商地址：随州市北郊星光工业园

中标（成交）金额：6.7(万元)

货物类



名称：电子阅览室设备

品牌（如有）：湖北亿度家私有限公司等

规格型号：定制等

数量：一批

单价：详见报价明细表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

熊辉,肖琼霞,陈宏玲

六、评审信息

1、评审时间：2022-09-22

2、评审地点：湖北国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武昌区中北路 109 号中铁

1818 中心 10 楼）

七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

1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：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发改办价格

[2003]857 号文的 规定，经与采购人协商，由成交供应商按国家发展计划委员

会计价格 【2011】534 号文及原国家计委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



（【2002】1980 号）规定标准的 60 %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代理服 务费（不

足 3000 元，按 3000 元收取）。

2、收费金额：0.3(万元)

八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。

九、其他补充事宜

1. 信息发布媒体

湖北省政府采购网（http://www.ccgp-hubei.gov.cn/）

湖北国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官网（http://www.hbghzb.com/）

2. 质疑。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、采购过程和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，

可以在 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采购

人、采购代理 机构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。质疑时请提交书

面质疑函一份（法定 代表人签名、加盖单位公章），并附相关证据材料。

3. 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执行：落实政府采购强制、优先采购节能产品政策；政府

采购优先 采购环保产品政策；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（监狱企业、残疾人

福利性单位视同 小微企业）等政策。

十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

1、采购人信息



名 称：湖北开放大学

地 址：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软件园路 2 号

联系方式：027-87588836
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湖北国华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09 号中铁 1818 中心 10 楼

联系方式：027-87272618

3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汪佳丽、郭栋

电 话：027-87272618


